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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西山华通水泥有限公司5000t/d水泥熟料生产线搬迁

改造项目固体废物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 1 月 13 日，山西西山华通水泥有限公司在古交主持召开了“山西西

山华通水泥有限公司 5000t/d 水泥熟料生产线搬迁改造项目固体废物防治设施”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编

制机构北京绿方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代表及 3名环保技术专家，会议组成了验

收组（名单附后）。会议期间，建设单位代表介绍了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与验

收报告的主要内容，北京绿方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代表介绍了竣工验收监测报告

的主要内容，与会代表现场查看了固体废物防治设施建设情况，对企业环境管理

情况进行了了解，对竣工环保验收过程材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及相关材料

进行了审阅，经认真审议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基本情况

山西西山华通水泥有限公司 5000t/d水泥熟料生产线搬迁改造项目位于山西

省古交市营立村西 1000米（古交市马兰镇营立村上河滩），建设性质属于搬迁

改造，项目总投资 11.13亿元。

2016年 8月，山西晋环科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山西西山

华通水泥有限公司 5000t/d水泥熟料生产线搬迁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6

年 9月 21日太原市环境保护局以并环量核[2016]8号文件核定了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指标，2016年 10月 13日，原太原市环境保护局以并环审评书[2016]080号

文件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予以批复。

项目于 2018年 11月竣工。2018年 11月 26日，企业取得了排污许可证（证

书编号：911401810541730035001P）。

环评阶段山西西山华通水泥有限公司矿权范围依据山西省太原市矿业权设

置方案（2013-2015）》规定的范围进行设定，设置的范围包括了山西西山华通水

泥有限公司拟设置的采矿权范围（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晋国土资源函[2014]158号

批复）、古交市润光石料有限公司、两家设置矿权的 300m距离。

2019年 4月 24日，山西西山华通水泥有限公司与古交市润光石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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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了采矿权转让合同及矿区提前移交协议书，目前采矿许可证正在变更中。其

余部分矿山采矿权目前尚未取得，正在办理中。

2013 年 10 月 30日，古交市环境保护局以古环审批[2013]19号文件对古交

市润光石料有限公司扩建 47 万吨/年石灰岩开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

复，2016年 12月 30日，项目取得了古环验[2016]031号“古交市润光石料有限公

司扩建 47万吨/年石灰岩开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意见”。2017年 1月

9日，古交市润光石料有限公司取得排污许可证（14018110100110-0181）。企业

购买的古交市润光石料有限公司矿山履行了三同时制度及排污许可制度。

2019年 10月 13日，山西西山华通水泥有限公司在古交主持召开了“山西

西山华通水泥有限公司 5000t/d水泥熟料生产线搬迁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会议，会议通过了项目大气、水、噪声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二、验收范围与对象

本次验收范围与对象主要是针对《山西西山华通水泥有限公司 5000t/d水泥

熟料生产线搬迁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 5000t/d水泥熟料生产线配套工程

中固体废物环保设施的完成情况进行验收（不包括西山水泥厂原有厂址拆除、生

态恢复内容）。

三、项目变更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本工程固体废物环保设施实际建设内容与环境影响报告书中

设施一致，没有改变。

四、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固体废物环保设施及措施

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内容详见《山西西山华通水泥有限公司 5000t/d水泥熟料

生产线搬迁改造项目（大气、水、噪声）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附件。

本项目固体废物污染源污染物主要有：办公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污水处

理站污泥、各除尘器产生的除尘灰、洗车平台的底泥、维修产生的废机油和废油

桶、实验室产生的废化学试剂、食堂餐饮垃圾。其排放情况及处置措施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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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固体废物排放情况及处置措施一览表

序

号

产生位

置
种类 单位

产生

量
处置措施

1
办公生

活

生活垃圾、餐

厨垃圾
t/a 49.91 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2
污水处

理站
污泥 t/a 26.6 回用于水泥生产系统

3
各除尘

器
除尘灰 t/a

50.05

万

作为原料或产品全部回送到各生产环节，综

合利用

4
洗车平

台
底泥 t/a 8 回用于水泥生产系统

4
维修

废机油 t/a 0.2
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山西新鸿顺能源

有限公司处理

5 废油桶 t/a 0.2 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广灵金隅水泥有

限公司处理6 实验室 废化学试剂 t/a 0.05

7
矿山开

采
废石 m³/a

1100

万

环评要求设废石外排土场、内排土场，该部

分内容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五、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环保批复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落实

情况

根据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的要求，各项环保对策及措施基本完成。环境

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落实情况具体见表 2。根据太原市环境保

护局并环审评书[2016]080号要求，项目环保对策措施基本按要求完成。具体措

施及落实情况见表 3。

表 2 环境影响报告中要求的固废环保对策措施及落实情况汇总表

污染源
污染物 环评要求环保设施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完成

情况类别 名称

固体

废物

办公生

活

生活垃

圾
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与环评一致 完成

污水处

理站
污泥 回用于水泥生产系统 与环评一致 完成

除尘器 除尘灰
作为原料或产品全部回送

到各生产环节，综合利用
与环评一致 完成

维修 废机油 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与环评一致（设置 1座 60m²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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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暂存间，共 3间，废机油、

废油桶、废化学试剂分区堆

放，定期交由山西新鸿顺能源

有限公司、广灵金隅水泥有限

公司处理）

废油桶

实验室
废化学

试剂

表 3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批复文件有关固废治理措施落实情况汇总表

序

号

环评批复要求

并环审评书[2016]080号
实际采取的环保措施

完

成

情

况

一、施工期

1

严格控制大气污染。施工期间要严格按照

《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工地环境保护管

理的通知》(并环发[2010]18号)和《防治城市

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393-2007)等环境保

护要求，建设期开挖的剥离物、土石方等要及

时清运，不能及时清运的，要采取围挡、遮盖

等防尘措施；渣土应采取密闭车辆运输，严禁

发生抛洒现象，周围道路定期洒水抑尘；食堂

采用灌装液化气，宿舍冬季采用集中供热、热

源由古交第二焦化厂提供，严禁使用任何燃煤

设施。

施工期开挖的剥离物、土石

方等及时清运，不能及时清运

的，采取了围挡、遮盖等防尘措

施；渣土采取密闭车辆运输，周

围道路定期洒水抑尘；食堂采用

灌装液化气，宿舍冬季采用集中

供热、热源由古交第二焦化厂提

供。项目施工期已结束，施工期

未收到周边居民环保投诉。

完

成

2

新建矿山废石场做好防渗，设置截洪、截

水沟，废石平台覆土绿化，加强场区内道路及

主线连接道路的整治，合理设置道路排水系

统，并加强道路两侧绿化。

本次验收不包括矿山开采 /

厂区道路及矿山道路进行了

硬化，合理设置了道路排水系统，

道路两侧进行了绿化。

完

成

二、运营期

1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土石采用汽车运至

排土场，排土场须进行正规设计后方可建设，

排土场要严格按照报告书规定的方式、步骤堆

放，并达到《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相关标准。废

本次验收不包括排土场。水泥生

产中产生的各类固废均可合理处

置。废机油等危险废物，暂存于

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山西新鸿

顺能源有限公司、广灵金隅水泥

有限公司处理。生活垃圾按环卫

部门要求实行定点存放，定期清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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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油等危险废物，按照相关规定收集存放，定

期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生活垃圾要按环卫部

门要求实行定点存放，定期清运。

运。

六、验收调查结果

据现场调查：本项目验收期间正常生产，废机油等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暂

存间，定期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生活垃圾按环卫部门要求实行定点存放，定期

清运。污水处理站污泥及洗车平台底泥均回用于生产系统。除尘灰返回各生产工

序。固体废物处置均满足环保要求。

七、验收结论

山西西山华通水泥有限公司 5000t/d水泥熟料生产线搬迁改造项目履行了环

评审批手续，建设过程中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要求建设了相应的环

保设施。本项目主体工程以及大气、水、噪声已进行了验收，本次仅对固体废物

环保设施设施进行验收。竣工验收调查结果显示：验收期间正常生产，固废得到

合理处置和利用，验收组认为工程在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方面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

件，在建设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同意该项目

固体废物环保设施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八、后续工作

1、加强各污染处理设施的日常维护及管理，保证环保设施运行稳定正常运

行。

2、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完善固体废物（包括危险废物）的收集、暂

存、转移、处置和联单、台账制度，防止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3、强化环保意识，按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落实和完善环境管理规章制度。

4、废石场选好并投入使用前，应及时进行竣工环保验收。

九、验收组名单

山西西山华通水泥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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